
 48

第四章  資料分析 

第一節 樣本結構分析 

雙連安養護中心目前共有 366 名住民，本研究在安養護中心住民

方面，共計回收 213 份，住民家屬方面共計發 71 份問卷，共計回收

56 份可供分析的有效問卷，有效樣本回收率達 80%。 

 壹 、住民樣本結構 

由表 4-1 可看出目前居住在安養護中心的住民，女性佔 68.5%，

男性佔了 31.5%，因此目前居住在雙連安養護中心的住民以女性長者

居多。 

表 4-1、安養護中心住民樣本性別分配表 

性別 人數 百分比% 
男 67 31.5 
女 146 68.5 

由表 4-2 可看出目前居住在安養護中心的住民年齡分布，71~80

歲的住民佔 63.8%為目前安養護中心最多居住人數，由於安養護中心

目前可收容的床數有限，再加上台灣目前許多人皆延後退休，因此住

民住進中心時年齡都已偏高，較為特別的是 51~60 歲的佔了 1.9%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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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不符合住民的定義，但在訪問過程及資料中發現這 3 位長者有著

專科以上的學歷，是因為已屆該公司的退休年齡，因此選擇優退的條

件來安養護中心頤養天年的，另一位受訪者從家屬口中得知，是因為

公司的壓力過大而造成輕度的智力退化，因此選擇退休來安養護中心

生活或受照護。 

表 4-2、安養護中心住民樣本年齡分配表 

年齡 人數 百分比% 
51~60 歲 4 1.9 
61~70 歲 50 23.5 
71~80 歲 136 63.8 

81 歲(含)以上 23 10.8 

由表 4-3 可看出安養護中心住民的教育程度偏向於中高學歷，在

大學/學院所佔的比例最高，佔了 31%，其次是高中(職)佔了 25.5%，

因此有可能學歷越高的住民，越能接受居住安養護中心的服務。 

表 4-3、安養護中心住民樣本教育程度分配表 

教育程度 人數 百分比% 
國(初)中(含)以下 46 21.6 

高中(職) 55 25.8 
專科 36 16.9 

大學/學院 66 31.0 
研究所(含)以上 10 4.7 

由表 4-4 可看出安養護中心住民接受安養護中心的服務時間，目

前住民入住的時間以 1 年~3 年(佔 30.5%)與 3 年~5 年(佔 29.6%)為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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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居住了 5 年以上的人數共計有 38 位佔了 17.8%，顯示安養護中心

已有一定的服務水準與設備，因此住民才願意長期接受服務。 

表 4-4、安養護中心住民入住時間分配表 

入住時間 人數 百分比% 
1 年(含)以下 47 22.1 

1 年~3 年 65 30.5 
3 年~5 年 63 29.6 
5 年~7 年 25 11.7 
7 年以上 13 6.1 

 貳 、住民家屬樣本結構 

由表 4-5 可看出目前探視的家屬以男性家屬居多，男性佔

58.9%，女性佔了 41.1%。 

表 4-5、家屬樣本性別分配表 

性別 人數 百分比% 
男 33 58.9 
女 23 41.1 

由表 4-6 可看出家屬年齡分布，以 51~60 歲的家屬佔 44.6%最多，

其次為 41~50 歲的家屬，佔了 26.8%，這 2 個年齡層大多屬於住民的

子女居多。 

 

 

 



 51

表 4-6、家屬樣本年齡分配表 

年齡 人數 百分比% 
40 歲(含)以下 14 25 

41~50 歲 15 26.8 
51~60 歲 25 44.6 
61~70 歲 2 3.6 

由表 4-7 可看出家屬的教育程度偏向於高學歷，在研究所以上佔

的比例最高，佔了 39.3%，其次是大學(學院)佔了 30.3%，因此有可

能學歷越高的住民家屬，其經濟狀況越能負擔的起安養護中心的收

費。 

表 4-7、家屬樣本教育程度分配表 

教育程度 人數 百分比% 
高中(職) 8 14.3 
專科 9 16.1 

大學/學院 17 30.3 
研究所(含)以上 22 39.3 

第二節、住民對安養護中心服務體驗結果分析 

壹、 住民對安養護中心之服務體驗構面滿意度差異分析 

當服務體驗的結果與期望的結果發生不一致時，便產生了認知上

的差異。若住民認為重要的項目，那心中的期望也就越高，如果滿意

度未符合重要度的期望時，此時便會產生服務體驗的缺口，雖然住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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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安養護中心的服務體驗滿意度偏高，但仍有差異產生，差異的方向

則影響安養護中心維持或是改進所提供的服務體驗項目，若差異方向

是正向的，代表住民對該服務體驗項目的滿意度大於心中所預期的，

因此對該項目是滿意的，此時差異越小者，則越需要維持或是提升目

前的服務體驗水準，否則容易造成住民滿意程度的下降，甚至是造成

不滿意的狀況，若差異方向是負向的，則住民對該服務體驗項目的滿

意度不若預期所期望的，因此對該項目是不滿意的，差異越大者表示

是目前安養護中心越須列為優先改善的項目。表 4-8 是服務體驗構面

滿意度差異檢定表，為住民心中對體驗構面的重要度與滿意度的相依

樣本 T 檢定。 

表 4-8、住民服務體驗構面差異檢定表 

變數名稱 平均數 差異化平

均數 
T 值 顯著性 

重要度 4.80 
服務場景 

滿意度 4.73 -6.95E-02 2.535 .012 

重要度 4.89 
人員服務 

滿意度 4.85 -4.51E-02 1.729 .085 

重要度 4.74 
核心服務 

滿意度 4.55 -.19 7.952 .000 

發現只有人員服務構面在滿意度的差異程度上未達顯著差異，也

就是在人員服務的變數，重要度與滿意度沒有顯著差異，故假設 1 部

分成立。發現只有人員服務構面在滿意度的差異程度上未達顯著差

異，T 值=1.729，p=.085>.05 未達.05 的顯著水準，也就是在人員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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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變數，重要度與滿意度沒有差異存在，故假設 1 部分成立。服務場

景與核心服務兩變數達顯著差異，p 值均達<.05 的顯著水準，顯示安

養護中心服務場景與核心服務的與住民心中期望滿意度並不一致且

服務場景與核心服務構面的滿意度低於重要度。 

貳、 住民對安養護中心之體驗項目滿意度差異分析 

表 4-9 是體驗項目滿意度差異檢定表，為住民心中對體驗項目的

重要度與滿意度的相依樣本 T 檢定。有 11 項服務體驗項目有顯著差

異存在，4 項體驗項目的重要度與滿意度沒有顯著差異，未達顯著差

異水準的體驗項目有： 

1、 中心擁有無障礙空間及設備。 

2、 中心人員的態度親切有禮。 

3、 中心人員會準時執行對住民的承諾。 

4、 中心人員有高度的服務熱誠。 

從平均差中發現共有 8 項顯示正向顯著，也就是住民對安養護中

心所提供的服務重要度優於滿意度，因此滿意度產生了差異化，且是

呈現不滿意的，不滿意的項目有： 

1、 中心的設備能協助住民處理突發性狀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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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中心提供完善且舒適的居住環境。 

3、 中心針對個人需求提供專屬的設備。 

4、 中心人員能了解住民的個別需求。 

5、 中心擁有良好的照護方式。 

6、 針對住民的突發性狀況，中心人員能做立即性服務。 

7、 中心提供專業的照護與醫療服務。 

8、 中心能提供定期的康樂活動。 

上述 8 項的體驗項目，雖然滿意度的分數均在 4 分以上，顯示住

民對安養護中心所提供的服務與設施，其品質評價均在滿意之上，但

住民認為這 8 個項目是非常重要的，因此形成滿意度產生差異，因

此，這 8 項體驗服務仍需加強改進 

在滿意度的體驗服務項目中的分數均在 4 分以上，顯示住民對安

養護中心所提供的服務與設施，其品質評價均在滿意之上，尤其是在

「中心人員的服裝乾淨整齊。」，平均分數更是達 4.9 分以上，表示

住民對於這項的服務體驗有著高度的滿意度，在重要度方面「中心人

員的服裝乾淨整齊。」的平均分數 4.86 高於「中心有現代化服務設

備。」的平均分數 4.67。「中心有現代化服務設備。」項目的差異化

平均數比「中心人員的服裝乾淨整齊。」項目小，對住民來說「中心



 55

人員的服裝乾淨整齊。」項目是最令人滿意的服務。 

表 4-9、住民體驗項目滿意度差異檢定 

變數名稱 平均數 差異化平

均數 
T 值 顯著性

重要度 4.671.中心有現代化服務設

備。 滿意度 4.80 .13 -3.539 .000 

重要度 4.842.中心擁有無障礙空間

及設備。 滿意度 4.82 -1.41E-02 .521 .603 

重要度 4.863.中心的設備能協助住

民處理突發性狀況。 滿意度 4.80 -6.10E-02 2.285 .023 

重要度 4.884.中心提供完善且舒適

的居住環境。 滿意度 4.71 -.17 4.743 .000 

重要度 4.775.中心針對個人需求提

供專屬的設備。 滿意度 4.54 -.23 4.996 .000 

重要度 4.866.中心人員的服裝乾淨

整齊。 滿意度 4.92 5.63E-02 -2.290 .023 

重要度 4.917.中心人員的態度親切

有禮。 滿意度 4.85 -6.10E-02 1.644 .102 

重要度 4.898.中心人員會準時執行

對住民的承諾。 滿意度 4.90 4.69E-0 -.200 .842 

重要度 4.899.中心人員有高度的服

務熱誠。 滿意度 4.85 -4.23E-02 1.344 .180 

重要度 4.9010.中心人員能了解住民

的個別需求。 滿意度 4.18 -.72 7.167 .000 

重要度 4.5111.中心餐飲能符合住民

的需求。 滿意度 4.63 .12 -3.236 .000 

重要度 4.8812.中心擁有良好的照護

方式。 滿意度 4.70 -.18 5.905 .000 

重要度 4.9313.針對住民的突發性狀

況，中心人員能做立

即性服務。 
滿意度 4.78 -.15 5.235 .000 

重要度 4.7814.中心提供專業的照護

與醫療服務。 滿意度 4.58 -.21 5.072 .000 

15.中心能提供定期的康 重要度 4.44 -.27 2.535 .0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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樂活動。 滿意度 4.17

 

表 4-10 以平均數表示住民對於安養護中心的重要程度，並依序

排列，分數最高項目則為目前最重視的，安養護中心須努力提升該服

務或設施的服務品質，分數越高的項目，其滿意度也越高者，越能成

為住民推薦他人入住安養護中心的因素，其中「針對住民的突發性狀

況，中心人員能做立即性服務。」會成為住民推薦的主因 

表 4-10、住民對安養護中心服務品質重要程度表 

量表題目 平均數 排序

針對住民的突發性狀況，中心人員能做立即性服務。 4.93 1 
中心人員的態度親切有禮。 4.91 2 
中心人員能了解住民的個別需求。 4.90 3 
中心人員會準時執行對住民的承諾。 4.89 4 
中心人員有高度的服務熱誠。 4.89 5 

第三節、住民家屬對服務體驗結果分析 

壹、 住民家屬對安養護中心之服務體驗構面滿意度差異分析 

表 4-11 是家屬對安養護中心服務體驗構面滿意度差異的檢定

表，為家屬心中對體驗構面的重要度與滿意度的相依樣本 T 檢定。服

務場景、人員服務與核心服務三個構面，其重要度與滿意度有顯著差

異存在，且重要度均顯著高於滿意度，故假設 2 成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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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11、家屬服務體驗構面滿意度差異檢定 

變數名稱 平均數 差異化

平均數 
T 值 顯著性 

重要度 4.644 
服務場景 

滿意度 4.307 -.337 5.191 .000 

重要度 4.643 
人員服務 

滿意度 4.188 -.454 4.171 .000 

重要度 4.670 
核心服務 

滿意度 4.035 -.635 6.678 .000 

貳、 家屬對安養護中心之體驗項目滿意度差異分析 

從表 4-12 發現有 13 項服務體驗項目有顯著差異存在，2 項體驗

項目的重要度與滿意度未達顯著差異，未達顯著差異水準的體驗項目

有： 

1.中心有現代化服務設備。 

2.中心餐飲能符合住民的需求。 

從平均差中發現共有 13 項顯示正向顯著，也就是住民家屬對安

養護中心所提供的服務重要度優於滿意度，因此滿意度產生了差異

化，且是呈現不滿意的，不滿意的項目有： 

1. 中心擁有無障礙空間及設備。 

2. 中心的設備能協助住民處理突發性狀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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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中心提供完善且舒適的居住環境。 

4. 中心針對個人需求提供專屬的設備。 

5. 中心人員的服裝乾淨整齊。 

6. 中心人員的態度親切有禮。 

7. 中心人員會準時執行對住民的承諾。 

8. 中心人員有高度的服務熱誠。 

9. 中心人員能了解住民的個別需求。 

10. 中心擁有良好的照護方式。 

11. 針對住民的突發性狀況，中心人員能做立即性服務。 

12. 中心提供專業的照護與醫療服務。 

13. 中心能提供定期的康樂活動。 

上述 13 項的服務體驗項目，滿意度的分數均在 3.8 分以上，顯

示安養護中心所提供的服務與設施，對家屬來說已有一定的滿意度水

準，但家屬認為這 13 個項目是相對重要的，而形成滿意度有差異，

因此這 13 項服務體驗項目仍需加強改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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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12、家屬體驗項目滿意度差異檢定 

變數名稱 平均數 差異化平

均數 
T 值 顯著性

重要度 4.451.中心有現代化服務設

備。 滿意度 4.41 -3.57E-02 .531 .597 

重要度 4.812.中心擁有無障礙空間

及設備。 滿意度 4.43 -.39 5.808 .000 

重要度 4.753.中心的設備能協助住

民處理突發性狀況。 滿意度 4.34 -.41 4.509 .000 

重要度 4.754.中心提供完善且舒適

的居住環境。 滿意度 4.32 -.43 5.651 .000 

重要度 4.455.中心針對個人需求提

供專屬的設備。 滿意度 3.96 -.48 4.731 .000 

重要度 4.486.中心人員的服裝乾淨

整齊。 滿意度 4.27 -.21 2.192 .033 

重要度 4.667.中心人員的態度親切

有禮。 滿意度 4.23 -.43 3.873 .000 

重要度 4.668.中心人員會準時執行

對住民的承諾。 滿意度 4.16 -.50 4.759 .000 

重要度 4.689.中心人員有高度的服

務熱誠。 滿意度 4.27 -.41 3.720 .000 

重要度 4.6710.中心人員能了解住

民的個別需求。 滿意度 3.82 -.75 5.135 .000 

重要度 4.5011.中心餐飲能符合住

民的需求。 滿意度 4.78 .28 -2.742 .082 

重要度 4.6912.中心擁有良好的照

護方式。 滿意度 4.12 -.58 5.547 .000 

重要度 4.7713.針對住民的突發性

狀況，中心人員能做

立即性服務。 
滿意度 4.25 -.52 6.489 .000 

重要度 4.7414.中心提供專業的照

護與醫療服務。 滿意度 3.83 -.91 6.043 .000 

重要度 4.4415.中心能提供定期的

康樂活動。 滿意度 3.94 -.50 3.591 .001 

在滿意度的體驗服務項目「中心人員的服裝乾淨整齊。」，其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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異化平均數=.21 表示家屬對於這項的服務體驗的重要度與滿意度的

認知差異是較小的。「中心提供專業的照護與醫療服務。」的差異化

平均分數.91、「中心人員能了解住民的個別需求。」的差異化平均分

數.75，這 2 項服務的滿意度的差異化是最大的，對家屬來說「中心

人員能了解住民的個別需求。」與「中心提供專業的照護與醫療服務。」

項目是最令人不滿意的服務。 

目前台灣的老人安養護機構，雖然根據文獻發現現今住民多是自

願入住的，但在選擇安養照護機構時，卻是由住民的子女或是其晚輩

所挑選的，因此決定權仍是在其子女或晚輩手上，表 4-13 列出前五

項家屬最為重視的項目，以平均數表示安養護中心的服務項目在家屬

心中的重要程度，分數最高項目則為目前最重視的，即分數越高者代

表越可能影響家屬選擇安養照護中心的因素，這五項的項目亦可推估

為一般消費者選擇安養護中心的主要因素。 

表 4-13、家屬對安養護中心服務項目品質重要程度表 

量表題目 平均數 排序

中心擁有無障礙空間及設備。 4.81 1 
針對住民的突發性狀況，中心人員能做立即性服務。 4.77 2 
中心的設備能協助住民處理突發性狀況。 4.75 3 
中心提供完善且舒適的居住環境。 4.75 4 
中心提供專業的照護與醫療服務。 4.74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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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、住民人口統計變數對服務體驗構面分析 

經分析後發現，性別、年齡、教育程度與入住時間對安養護中心

服務體驗的三個因素構面之滿意度，部份達顯著水準，故假設 3 安養

護中心住民的人口統計變數對服務體驗的結果有顯著差異成立。下列

分別整理出住民的各人口統計變數對服務體驗構面達顯著水準的分

析結果如下： 

壹、 性別對服務體驗構面之分析 

從表 4-14 中發現住民的性別對服務體驗構面的滿意度未達顯著

水準(p<.05)，不同的性別對於安養護中心的服務場景、人員服務與核

心服務之滿意度無顯著差異，故假設 3.1 不成立。因安養護中心所提

供的服務與設備是以年長者為主要考量，因此在性別並無顯著差異產

生。 

表 4-14、性別對服務體驗構面分析表 

構面名稱 男 女 F 值 
服務場景 4.806 4.700 2.328 
人員服務 4.806 4.863 2.323 
核心服務 4.560 4.583 2.69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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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年齡對服務體驗構面之分析 

從表 4-15 中發現年齡對服務場景的滿意度 F 值達顯著水準

(F=5.599，p=.001<.05)，故不同的住民之年齡對於安養護中心的服務

場景滿意度有顯著差異，因此假設 3.2 成立。從事後檢定發現住民年

齡對安養護中心服務場景的滿意度，在 71~80 歲與 81 歲(含)以上高

於 51~60 歲的住民。從測驗過程中發現安養中心的人員，對住民無論

年紀多寡均是以一樣親切熱忱的態度來服務，因此在人員服務方面並

未有顯著差異的表現，核心服務方面由於是住民選擇安養中心的主要

條件，無論年紀多寡均會因核心服務符合所需，而選擇則雙連安養護

中心入住，然而，因身體機能會因年齡而有所差異，因此所需要的設

備也就因人而異，如年紀越大所需要的輔具或是設備，其安全性的需

求相對提高，也使得年齡對於服務場景有差異化的表現。 

表 4-15、年齡對服務體驗構面分析表 

構面名稱 51~60
歲(1) 

61~70
歲(2) 

71~80
歲(3) 

81 歲(含)
以上(4) 

F 值 事後多重

檢定 
服務場景 4.000 4.579 4.781 4.835 5.599* (3) (4)> (1)
人員服務 5.000 4.881 4.808 4.930 1.410  
核心服務 4.000 4.457 4.612 4.620 2.739  
*<.0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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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 教育程度對服務體驗構面之分析 

從表 4-16 發現住民的教育程度對安養護中心的服務場景

(F=7.044，p=.000<.05)與核心服務(F=10.112，p=.001<.05)的滿意度 F

值達顯著水準，因此假設 3.3 住民不同的教育程度對於安養護中心的

服務體驗構面有顯著差異成立。在服務場景方面，學歷在研究所以上

的服務體驗滿意度是最低的。在核心服務方面，學歷在國(初)中以下、

專科與大學(學院)，其服務體驗滿意度高於研究所以上者，且學歷國

(初)中以下的服務體驗滿意度高於高中(職)者。推論是因為研究所以

上的教育水準的住民，以其專業角度更細微地看待安養中心的環境、

設備與服務，並能以其經驗實際具體化差異的地方，並較其他教育水

準的住民對安養中心的服務場景與核心服務有著更高的期望。 

表 4-16、教育程度對服務體驗構面分析表 
構面

名稱 
國/初
中(含)
以下

(1) 

高中/
職(2) 

專科

(3) 
大學/
學院

(4) 

研究

所

(含)
以上

(5) 

F 值 事後多重

檢定 

服務

場景 
4.796 4.735 4.844 4.736 4.000 7.044* (1) (2) (3) 

(4)>(5) 
人員

服務 
4.857 4.778 4.867 4.858 5.000 1.092  

核心

服務 
4.866 4.373 4.618 4.629 4.000 10.112* (1) (3) 

(4)>(5)，
(1)>(2) 

*<.0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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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入住時間對服務體驗構面之分析 

從表 4-17 發現住民的入住時間度對安養護中心的核心服務的滿

意度 F 值達顯著水準(F=10.898，p=.000<.05)，因此住民的居住時間

長短對於安養護中心的核心服務滿意度有顯著差異，故假設 3.4 成

立。在核心服務方面，1 年以下、1 年~3 年與 7 年以上的核心服務滿

意度高於 5 年~7 年者。 

 
表 4-17、入住時間對服務體驗構面分析表 

構面

名稱 
1 年(含)
以下(1) 

1 年~3
年(2) 

3 年~5
年(3) 

5 年~7
年(4) 

7年以

上(5)
F 值 事後多重

檢定 

服務

場景 4.808 4.772 4.625 4.648 4.939 1.96  

人員

服務 4.808 4.911 4.775 4.872 4.939 1.675  

核心

服務 4.755 4.696 4.270 4.540 4.923 10.898* (1)( 2)( 5)>(3)

*<.05 

安養護中心所提供的設備屬於外顯性的，因此必須長期維持一定

的使用水準，使設備的使用水準保持在一定範圍內，所以在服務場景

中並未有顯著差異產生。在核心服務方面顯著差異成立，多數居住時

間在七年以上的住民對於安養護中心有著高度的滿意度，所以才會居

住長達 7 年以上的時間，而 1 年以下及 1 年~3 年的住民由於還正在

適應安養護中心的環境，同時雙連屬於優良評鑑的安養護機構，再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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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住民對於安養護機構所必須提供的核心服務尚無完整的概念，因此

相較於居住時間已有 3 年~5 年的住民有著較高的滿意度。 


